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580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05美元水

平。

美元兌加元上周早段受制1.2835阻力後
走勢偏軟，跌穿 1.27 水平，上周四在
1.2675獲得較大支持後略為反彈，本周初
走勢偏軟，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2680至
1.2720水平之間。美國聯儲局上周三公佈
的11月份會議記錄較市場預期溫和，帶動
美元走勢轉弱，美元兌加元失守1.27水
平。不過，加拿大統計局上周四公佈9月份
零售銷售值按月僅微升0.1%，顯示零售銷
售經過8月份下跌之後，9月份的表現依然
不振，增添加拿大9月份經濟增長呈現停滯
的風險，數據引致美元兌加元上周五曾反
彈至1.2745附近。
另一方面，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本周

四將舉行會議，可能延長與非OPEC產油國
之間的減產協議，布蘭特期油過去4周均企
穩每桶60至64美元水平，同時加拿大通往
美國的Keystone輸油管因為漏油封閉，導
致紐約期油近日升幅擴大，一度向上觸及
每桶59美元水平兩年多以來高位。加拿大
統計局本周五將分別公佈11月份就業報告
以及第3季GDP數據之際，原油價格現階
段仍處反覆攀升走勢，將有助減輕加元下
行壓力，加上美元指數表現疲弱，預料美元
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2580水平。

金價升穿1295美元續上衝
上周五紐約 12月期金收報 1,287.30 美
元，較上日下跌4.9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
初在1,274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逐漸反
彈，重越1,290美元之上，本周初曾走高至

1,295美元附近約一周高位。美國聯儲局11月份會議記
錄溫和，部分投資者不排除聯儲局明年的加息行動將較
前審慎，加息步伐可能趨於放緩，美元指數迅速回落至
92水平，帶動金價連日高處於1,285至1,295美元之間，
走勢有進一步上移傾向。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305美元水平。

美稅改支配債市 高收益債宜收集

日盛目標收益組合基金經理人李家
豪指出，美國稅改最新進度為眾議院
共和黨人版本已送至參議院審理，稅
改過關近在咫尺，市場聚焦兩院磋
商，若稅改2018年初通過是市場最樂
見的情況，稅改實行可增加支配所
得、刺激消費，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美高收益債近月跌0.31%
他指出，高收益債因與景氣連動性

強，預期表現佳，若稅改法案在明年
中旬後通過，高收益債仍可受惠到違

約率低、新發行量少、流動性風險低
等基本面因素較多，未來表現仍看
好。高收益債的違約率目前仍處於歷
史低位，展望2018年，美國經濟穩健
復甦，勞動市場強勁，消費動能持
續，更為以美高收益債為主的基金打
上強心針。
附表顯示，美國高收益債在月變動

中跌 0.31%，亞洲高收益債僅微跌
0.08%，而全球高收益債則維持0.26%
上升。以今年以來的表現顯示，全球
高收益債累升9.72%，表現最佳，其次

是新興市場主權債，累升8.64%。

巴西俄羅斯印尼料續減息
李家豪分析，成熟國家逐步施行貨幣

政策正常化，然而新興市場通脹表現大
抵溫和，全球新興國家通脹年增率為

2.8%，未來多國央行仍有減息空間，市
場預期今年年底巴西利率將降至7%（目
前 7.5%）、俄羅斯將降至 8%（目前
8.25%）、印尼將降至4%（目前4.25%），
新興國家多處於減息循環，有利刺激經
濟向上，有助新興市場債行情延續。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期各類債券資產出現獲利回吐，主要是受到政

策面干擾因素較大，因美國參、眾議院稅改意見分

歧，債券市場面臨短期回調，惟長期行情不變，在

整體經濟環境佳、債券基本面優的支撐下，高收益債中長期仍看

好；新興市場債則受惠於基本面轉強及年節消費效應，後續爆發

力強。 ■日盛投信

美元跌破盤整格局展弱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上周匯市開始擺脫震盪行情而走出了單邊，歐
元兌美元連日上漲，先後突破1.18和1.19兩個關
口，脫離了此前的盤整階段，預計本周市場單邊
行情仍會繼續運行。至於美元指數上周五最低達
至92.68，至本周一見進一步探低至92.58，為9
月26日以來最低水平。
本周對於美元而言，最大的焦點料會是一直縈
繞市場的「特朗普稅改」，若本周美國參議院在
稅改方面未有明確進展，抑或共和黨不積極配合
以促成稅改通過，那麼美元可能仍會續展弱勢。
上周二，美國參議院首次發佈了多達515頁的全
面稅改法案。由於上周恰逢感恩節假期美國國會
處於休會中，因此參議院共和黨領導人計劃在11
月27日當周進行投票。如果推進順利，投票將最
早於11月30日舉行。本周另一焦點還有， 周二
美聯儲今年票委杜德利、卡什卡里、哈克將發表
講話；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就提名鮑威爾擔任
美聯儲主席舉行聽證會。

美元兌日圓料跌至111關
美元兌日圓上周四一度觸及兩個月低位111.05，

圖表見當前匯價已跌破200天平均線，令技術面的
弱勢加劇；再者，由9月至今的走勢形成的兩個頂
部與相應的MACD呈現背馳，亦指示美元的下

滑傾向。若果以過去兩個月的累計漲幅計算，50%
及61.8%的回吐幅度為111及110.15。較大支持則
指向250個月平均線108.40。上方阻力回見於50天
平均線112.80及114.50水平。
紐元兌美元方面，在美元轉弱的情況下，紐元

上周亦重新回穩，至本周一升見至0.69水平上
方。不過，隨匯價近日走高，RSI及隨機指數
亦已陷入超買區域，需慎防回調壓力。預料目前
下方支持為0.6850及0.6670水平，關鍵則直指
0.65關口。同時，由去年6月至今，匯價走勢亦
大致呈現出一組雙頂形態，若以形態幅度計算，
中線的目標甚至可下延至0.6150水平。至於上方
阻力就首要參考0.70關口，在本月初紐元的一段
反撲行情中，正正是止步於0.70關口之前，因而
後市需重新闖過此區才可望紐元擺脫技術弱勢。
向上較大阻力預計為0.72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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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債券指數表現

債券指數

ML全高收益債
JACI亞債指數
ML歐高收益債
ML亞高收益債
JACI高收益公司債指數
JP新興主權債指數
ML美高收益債
資料來源：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7年11月24日

月變動

（%）
0.26
0.09

-0.07
-0.07
-0.08
-0.10
-0.31

季變動

（%）
1.50
0.59
1.52
1.86
1.44
0.50
1.25

半年變動

（%）
3.75
2.31
3.15
2.98
2.85
2.24
2.25

年初至今

（%）
9.72
5.75
6.87
6.55
6.05
8.64
7.04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15：00

15：45

17：00

21：00

21：30

22：00

23：00

德國

法國

歐元區

美國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美國

12月GfK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0.8。前值10.7

10月進口物價月率。預測0.50%。前值0.90%

10月進口物價年率。預測2.60%。前值3.00%

1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100

10月M3貨供額（年增率）。預測5.1%。前值+5.1%

10月針對家庭放款。前值+2.7%

10月建築許可年率修訂。前值129.7萬戶

10月建築許可月率修訂。前值+5.9%

10月商品貿易平衡初值。前值641億赤字

10月批發庫存月率初值。前值+0.3%

10月工業產品價格月率。前值-0.3%

10月工業產品價格年率。前值+1.5%

10月原材料價格月率。前值-0.1%

10月原材料價格年率。前值+6.3%

9月聯邦住房金融局房屋價格月率。前值0.70%

9月聯邦住房金融局房屋價格年率。前值6.60%

9月聯邦住房金融局房價指數。前值251.8

9月20個城市經季調房價指數月率。預
測+0.4%。前值+0.5%

9月未經季節調整房價指數月率。前值+0.4%

9月房價指數年率。預測+6.1%。前值+5.9%

1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124.0。前值125.9

11月里奇蒙聯儲綜合製造業指數。前值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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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億新經濟項目落戶成都

逾1100家境內外企業參展山東糖酒會
京東2.6億在豫拓電商實訓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成都

報道）在日前的成都高新區召開新

經濟工作會上，一批總投資188.6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新經濟項目集

中簽約落戶，涉及新零售、大數

據、人工智能、精準醫療等新經濟

細分領域。

據悉，是次集中簽約落戶的項目共 9
個，包括總投資50億元的果小美全國

總部基地、保利防務雲平台西南中心、中
國聯通大數據智能產業基地、李駿院士智
能網聯汽車創新中心、堯德中院士癌症識
別人工智能項目、菜鳥網絡西南運營中
心、中國移動咪咕文化和創空間、成都高
新區新經濟產業基金項目。

阿里等機構投資果小美
成都果小美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基
於辦公室消費場景的新零售運營平台，致
力於為企業搭建「辦公室裡的無人便利
店」。

目前，該平台已獲得阿里巴巴、IDG等
多家頂級風險投資機構超4億元投資，企業
估值超過2億美元，中國電信、平安銀行、
阿里巴巴、騰訊、聚美、知乎等1,500餘家
企業客戶鋪設點位。
果小美全國總部基地將建設人工智

能、智能硬件、智能物流研發實驗室以
及超10萬平方米智能無人倉儲管理系統
等。

高新區拓「大數據超市」
成都高新區還將與國家組織機構代碼管理

中心合作，成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大數據實
驗室，為成都國際大數據智能產業基地提供
應用服務，共同建設全球頂尖的「大數據超
市」、全球領先的「大數據交易所」、全球
一流的「人工智能虛擬眾創空間」、全球知
名的「人工智能離岸創新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國際人居空間研究院和意大利設計
所Lamonarca Design（拉莫拉卡）在滬
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約定為中國大建材
出海提供商業機會，首個項目是由拉莫
拉卡設計的迪拜皇室海灣項目，需要共
價超過百億元（人民幣，下同）大型建
材。
據有關協議，簽約雙方約定在拉莫拉卡

的所有項目中，將有國際人居空間研究院
參與，旨在把中國高質量建材輸出海外。

國際人居空間與拉莫拉卡簽約
合作的第一個項目為迪拜皇室海灣，

該項目由七星級酒店、海濱別墅、高爾夫
球場等組成，總建築面積超過30萬平方
米，設計、建材等產業價值超過200億
元。

■大建材行業
簽約國際項目
迎國際化新契
機。

香港文匯報
上海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
道）「2017第十一屆中國（山東）國際
糖酒食品交易會」 近日在濟南舉行，吸
引了來自16個國家或地區和內地22個省
市的1,100餘家優質企業參展，展區面積
3.5萬餘平方米。
本屆山東國際糖酒會設置了城市組團

展區、「名優特」品牌展區、白酒飲品展
區、進口食品展區、食品綜合展區、餐飲

食材展區、食品加工包裝機械展區，調味
品展區八大展區，一大批傳統老字號、
「名優特」產品再展館內集體亮相。
中法關係促進會在本次交易會上攜多

個法國傳統紅酒品牌參展，重推介普
羅旺斯當地的特色產品，開展各類商務
推廣活動，通過山東國際糖酒會這個平
台，建立起中法企業間交流與合作的關
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亞明貴陽
報道）貴州省能源局日前公佈了總
投資額574億元(人民幣，下同)的349
個能源工業轉型發展項目清單。
這些項目中，煤炭轉型升級的有

274個，其中有7個年產120萬噸以
上礦井、37個年產60萬至90萬噸礦
井，需要裝備智能綜採機械化設
施。
另有12個煤礦瓦斯、礦井水、矸
石綜合項目值得關注。此外，有218
個煤礦需要升級改造。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貴州省決定

從今年起每年拿出10億元，連續4
年支持煤炭工業轉型升級。還出資
與貴州銀行、貴陽銀行等地方金融
機構設立了規模200億的能源結構
調整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逾350年歷史的德國科技巨頭默克持續加大
其在中國的研發投入。該公司近日宣佈啟用

位於江蘇省蘇州市的光刻膠研發實驗室，並
將在上海建設OLED技術中國中心項目。
據透露，僅在2017年，僅默克高性能材料
業務就已在中國投資逾1億元人民幣，以進
一步發展其研發與應用實驗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臣 合肥報
道）據安徽省商務廳發佈，今年1至10月
份，安徽全省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37.5億
美元（含再投資、留存收益等到資），同
比增長7.6％。其中，外資來源地排名前

十的國家和地區（以實際投入外資金額
計）共實際投入外資125.1億美元，同比
增長5.1%。香港地區實際投入外資82.2
億美元，同比增長12.5%，位居安徽全省
境外投資來源地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京東集團日前與河南省教育廳、省財政廳簽
署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戰略合作協議，將依托
河南省職業院校重點打造100個電子商務專
業實訓基地。未來兩年，京東集團計劃為每
所合作院校投入價值260萬元(人民幣，下
同)的各項資源，預計投入的全部資源價值
約2.6億元，河南省財政廳同時配套資金
4,000萬元，扶持建設100個電子商務實訓

基地，搭建校企人才培養「直通車」。
根據協議，京東集團將與河南省100所中

高職院校達成合作，並為合作院校提供電子
商務實訓基地建設、網絡系統平台軟硬件搭
建、專業課程資源；全程對實訓中心提供運
營管理支持，並選用優秀企業管理人員長期
駐校授課，培養高質量「電子商務」服務及
管理人才，為項目學校青年教師在京東提供
「雙師」實踐崗位。

港資投資安徽首10月增12.5%

中國大建材探索「出海」

貴州公佈574億能源轉型項目

德巨頭默克續增在華研發

■成都高新區新經濟工作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